
明媚的五月，携一缕浅夏的芬芳，迎来了
金鼎购物中心盛世五周年店庆，真情相伴，共
享精彩，流行服饰5折，名品服饰6-8折；店庆特
供2-4折；店庆狂欢送，满额送纸抽\洗衣液\食
用油，超值回馈，只为感恩一路有你！

盛世五周年，来一场约“惠”，赢一场免
单，买多少送多少，最高免4999元，超级聚划
算，你还不来吗？

店庆狂欢，会员专享福利大派送，5月19
日特别巨献，震撼限时盛宴15:00-21:30全
馆/全品类尊享5倍积分，会员满500元免费
报名采摘，与草莓、玫瑰来一场甜蜜约会。

炎炎夏日，扮靓自己正当时，黄金饰品
必不可少，黄金惊爆268元/g，大卖5天，黄铂
金直降10-100元，国际名品周生生、周大
福、谢瑞麟等品牌黄金让20元/g，只耀你好
看。色彩斑斓的翡翠展销会3折起，为你增添
优雅与高贵气质。另外，店庆迎来名表大惠，
演绎腕千风尚，进口表、国产表惊喜折扣！天

骏部分低至5折，宝时捷特供298元、395元，
时尚潮男、优雅绅士尽在百大金鼎。

夏日到了，一年中护肤最重要的季节也
到了，女人是夏天最亮丽的风景，但是在这
个炎热的季节怎样护理皮肤打扮出最个性
的自我，日化满200减40/30，兰芝、雅漾、林
清轩店庆好礼送不停！高姿、卡姿兰满200送
100元产品。满300送200元产品。

店庆甜蜜礼，10米蛋糕甜蜜共分享，5月
19日上午10:30购物中心西门10米巨型蛋
糕，邀请您共庆生日，共同甜蜜。

此外，店庆狂欢大型演唱会震撼开启，
无法超越的盛典，聊城演艺界10年最顶峰经
典盛况，万众瞩目，倾城狂欢，5月19日群星
云集，星光璀璨齐聚金鼎。

芳华五载，流光溢彩，感恩一路有你相
伴，因为您给了我最大的鼓舞，尽心思变，发
奋改变自己，让您们依然爱我，愿百大金鼎
的明天更加美好！ 王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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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14日讯 (记
者 刘云菲 ) 连日来，本报
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和
水城集团发起的“我爱东昌
湖，一起来行动！”大型公益活
动在聊城掀起轰动。大家对参
与保护东昌湖志愿服务队热

情非常高，志愿队也欢迎广大
爱心老年人加入。

聊城水城集团工作人员
介绍，有时候在湖边有一些
不文明行为，一些在周围居
住的老人有的经常到湖边擦
车子、倒水、洗衣服等。工作
人员前去劝导比较困难，而
老年人在处理问题时更加小
心，如果一些老人能加入到
爱心队伍里，帮助劝导同龄
人，这样沟通起来也比较方
便。

保护东昌湖志愿服务队
诚挚邀请爱心老年人加入本
报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和水城集团成立的聊城首支
保护东昌湖志愿服务队将定
期举办环保公益活动，该组织

由本报及水城集团共同管理，
配合日常及节假日东昌湖周
边的卫生及安全管理，劝导一
些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为保
护东昌湖贡献力量。

“东昌湖‘湖’唤文明”QQ
群:261259283欢迎您加入。随
手拍不文明行为,大家行动起
来吧 ,采用的都有稿费。活动
征文投递电子邮箱:adchzw@
16 3 . c om。咨询电话 : 0 6 3 5 -
8422757、18663007011。

投稿地址:聊城市东昌府
区兴华西路93号(向阳路兴华
路路口西北角古楼街道办事
处二楼)。

征文主题为 :“我爱东昌
湖,呼唤文明,做幸福聊城人!”,
您可在文章里表达对东昌湖

的热爱,也可在文章里为保护
东昌湖提建议……征文形式
不限 ,字数在 5 0 0 — 1 0 0 0 之
间。围绕以“我爱东昌湖,呼唤
文明 ,做幸福聊城人”为主题
畅所欲言。凡是经过本报刊
登的征文 ,均参与最后的评
奖。奖项设置为: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四名、优
秀奖十名。获奖人员均有现
金及证书奖励。一等奖1 0 0 0
元、证书；二等奖 5 0 0元、证
书；三等奖300元、证书；优秀
奖、奖品、证书。活动结束后 ,
本报将邀请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齐鲁晚报、水城集团
等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进行
审评,最终获奖结果在本报公
布。

保护东昌湖志愿服务队诚挚邀请爱心老年人加入

来来志志愿愿服服务务队队发发挥挥您您的的余余热热吧吧

我的家乡聊城坐落在
风景秀丽的东昌湖畔，她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春天，杨柳依依，湖面荡漾
着数只小舟泛起粼粼波纹，
远远望去湖天连成一片，胜
似一幅画卷！夏天，天气转
热，湖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
纳凉好去处，甚至有好多市
民开车带着孩子专程赶来
与这大自然亲密接触；秋
天，湖畔旁的梧桐树上挂满
了风霜浸染的叶子，秋风掠
过，片片黄叶悠然飘落，在
空中划出一道迷人的弧线。
冬天，湖面结上一层厚厚的
冰，偶尔会下一场恰到好处
的雪，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
湖面更多了几分姿色，远远
望去湖心多能看到驻足嬉
戏的鸟儿，他们在冰面上或
玩耍或悠闲漫步，留恋忘返
这方美景。

雨天，水天连成一片，
湖面泛起点点雨花，恰似一
帘“水幕”；晴天，游人如织
的画面更是平添了几分魅
力。尤其节假日里，湖边停
车场明显拥挤了不少，有济
南的、有青岛的、有天津、北
京的，甚至有海南的、蒙古
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游人络
绎不绝。

但是不文明的现象犹
如一颗城市的毒瘤污染了
湖容湖貌 :湖边漫步的行人
边走边吃随手扔掉垃圾；开
车来玩的游客打开车窗随
手扔垃圾；草丛里宠物狗留
下的便便……看看湖面泛
起的塑料瓶、熟料袋以及吃
雪糕和零食留下的包装袋，

尤其是大型活动结束后地
上的垃圾更是让人心中隐
隐作痛……

我曾经有幸去过国外，
那里的街道非常干净，绝无
乱扔弃的垃圾；垃圾场所没
有人专门看管，但却每个人
都很自觉的将垃圾摆整齐
放在那里；至于湖边绝不会
看到宠物的便便，以及乱丢
的废弃物和垃圾！就连养狗
的家庭外出遛狗时都有必
备的四件套：纸、水、长夹、
塑料袋。此外，我也听说在
新加坡乱丢垃圾，乱弃烟头
都是要被罚款的，看看我们
的清洁工人有多么辛苦，从
早到晚就是那一块地方也
要忙个不停，因为你前脚清
扫干净后面就有人乱丢，你
说他他还觉得理直气壮：我
不扔了你就失业了！强词夺
理的借口居然也能说的出
来！你的不自觉的行为让别
人的劳动白白忙活。

城市的美丽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去爱护！东昌湖的
干净亮丽需要我们每一个
人去爱护！养成良好的社会
习惯，从我做起做一个高素
质讲文明的聊城人！据说新
加坡目前要搞全国大扫除

对乱丢垃圾“零容忍”，一
个国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何
颜面不去爱护我们的东昌
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
他们终将会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聊城是一个充满生机
活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值得
你留恋的城市！

(赵紫生)

国外湖边绝不会看到宠物便便

有奖征文

违规攀爬景区树木。(市民满先生提供)

本报聊城5月14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韩金鹏 高
晋) 茌平县一名中年男子吕某，
找了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婚外情
人，在一次购物时发生争吵。吕某
不堪情人羞辱，恼怒之下将其掐
死，抛尸河中。

5月4日下午，吕某驾车带情
人韩某到聊城购物，韩某事先看
好的一件衣服没货了，将怒火发
泄到吕某身上。路上韩某一直对
他谩骂羞辱，吕某又气又恼，趁韩
某低头捡拾手机之际，一手抓住
韩某的头发，一手掐住韩某的脖
子。韩某挣扎了几下，很快没有了
气息。

民警了解到，发现韩某死亡
之后，吕某驾车行驶到茌平临清
交界处马颊河一座大桥附近，把
韩某的尸体抛进河里，随后返回
茌平家中。在家人的规劝下，吕某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购物发生争吵

掐死情人抛尸

5月13日，助残日前夕，茌平
县志愿者来到茌平县特殊教育
学校，与这里的100多名残障学
子及其学生家长进行大联欢，他
们与孩子们一起唱歌、做游戏，
并向学生们赠送了书籍、食品、
书包、平板电脑等，学生家长与
志愿者并观看了学生们的剪纸
及美术作品。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史奎华 摄

送爱心

有人带宠物进入严禁车辆宠物入内的水城广场。(市民冯先
生提供)

水城广场(四德公园)观光塔身被游人乱画乱刻得伤痕累累。
(市民冯先生提供)

随手拍

本报聊城5月14日讯(记者 张
召旭) 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由聊
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高起点
设计，高标准建设的南外环、西外
环、北外环3条外环路的绿化工程，
其中开发区和高新区负责东外环
路绿化，截至目前4条外环路已基
本完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据了解，4条外环路的绿化沿
路建设，包括分车带花池、行道树
和红线外绿化带，总长度约55公
里，总面积617 . 5万平方，累计栽
植乔木62万棵，总投资2 . 9亿元，
其中政府投资2 . 4亿元，引入社会
资本5000万元。

4条外环路

绿化基本完工

记者 刘云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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